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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名立法會議員今日啟程訪問上海。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昨日表示，關於議員與中央官員座談的安排，將
預留至少兩小時給反對派議員同中央官員單獨交流。
至此可以說，反對派議員對訪滬提出的所有要求，中
央都答允了。

訪滬安排中央已答允反對派所有要求
梁振英宣佈中央安排全體議員赴滬的消息後，反對

派議員堅持要先知悉將會會面的中央官員名單，並要
求與負責港澳事務及香港政改的主要官員見面。本
來，客隨主便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就是說客人應
聽從主人的安排。中央作出安排，被邀者應客客氣
氣，隨和一點，要尊重主人，隨主人怎樣安排。但即

使是反對派議員要主人「報上名來」，經特首梁振英
積極反映，中央連這「不情之請」也予答允，專門委
派負責港澳事務及政改的主要官員與立法會議員交
流。反對派一直糾纏要求中央保證他們能夠單獨與中
央官員舉行座談，中央也已答允，不僅顯示中央釋出
了巨大的誠意和善意，而且顯示中央包容博大的襟
懷。

獲得別人尊重 首先自己得要臉
我們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講

究克己復禮，以禮待人。魯迅先生說過「面子是中國
精神的綱領」，這話不假。俗話說：「面子是人家給
的，臉是自己丟的」，反對派能否恪守做客之道的禮

儀，做到克己復禮，以禮待人，是訪滬能否成功的關
鍵之一。對此，市民拭目以待。

做客禮儀是律己、敬人的一種行為規範，是表現對
主人的尊重和理解。作為客人，做客聽從東道安排，
是整個中國禮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獲得別人的尊
重，首先自己得要臉，要尊重別人，如果自己盡幹些
不要臉的事情，把臉都丟光了，想讓別人給他「面
子」，尊重他，只怕比上天還難。

謀劃「小動作」 不守做客之道
啟程訪問上海前夕，反對派議員謀劃「小動作」。

據消息稱，有反對派議員聲稱對考察行程沒有興趣，
在上海不會參與主人安排的參觀和座談活動，而會私
下約見內地「異見人士」及有關的法律學者，了解中
央政府「打壓民主人士」的情況云云。有反對派議員
聲言，會見中央官員時，會表達要「平反六四」和釋
放異見人士的訴求。有反對派議員透露，公民黨、民
主黨及工黨等正「分頭行事」，通過自己熟悉的網絡
約見有關人等，又辯稱「異見」是「愛國」的行為，
不同意他們此舉是刻意挑釁中央政府，為政改加設障
礙，「我們與『維權人士』會面，和我們到中聯辦示
威沒有分別」云云。這些說法，最起碼是不守做客之
道。

禮尚往來講究面子
中國有句老話：「你敬我

一尺，我敬你一丈。」這句
話也可以說成反面：「你做
客不領情，主人何須敬你。」其實，禮尚往來講究面
子，不光中國人如此，西方人也如此。例如，美國著
名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宴會上，與一位女士對坐，
出於禮貌，說了一句給面子的話：「您真漂亮！」那
位女士卻不領情說：「可惜我無法同樣地讚美您！」
馬克·吐溫就不給面子說：「那沒關係，您可以像我一
樣說一句謊話。」那位女士低下了頭，感到十分「丟
臉」。這說明要獲得尊重，首先要懂得尊重，要懂得
事事處處尊重別人。中央給足反對派議員面子，反對
派若不領情，就會像那位女士一樣，是非常「丟臉」
的事情。

面子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詞語，具有很深的文化內
涵。在華人世界，「丟面子」的後果可能比一時的尷
尬嚴重得多。一個人如果丟了面子，誠信就會減弱，
其聲望和影響力，甚至外人對其能力的期待都會下
降。「丟臉」的事情十分嚴重，它不只會引發社會的
譴責，同時也會使社會對「丟臉」的人的品格喪失信
心。

面子是人家給的 臉是自己丟的
「面」和「臉」這兩個字，不是簡單的「face」，而是兩個內涵豐富的詞語，並且互相關

聯，「臉面」可連用。有關上海之行的安排，中央已經答允了反對派的所有要求，這不僅顯

示中央釋出了巨大的誠意和善意，而且顯示中央包容博大的襟懷。中國有句老話：「面子是

人家給的，臉是自己丟的。」中央給足反對派議員「面子」，反對派若不領情、「不講臉

面」甚至要去做一些有違做客之道的出格事情，那是非常「丟臉」的事情。立法會議員此次

訪滬是了解國情的一次好機會，也是與中央互相溝通的其中一步，應該珍惜。本就十分難得

的溝通機會，不能因為有議員「不講臉面」而斷送，市民對議員「不講臉面」也絕不認同。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邀請與「台獨」關係密
切、在台灣策動違法「佔院」的學生代表林飛帆
來港「教路」。學聯近日也宣稱，計劃在今年7月
1日提早「佔中」，甚至仿傚台灣「佔院」行動
「佔領立法會」，並計劃邀請林飛帆或主導學運
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其他悍將來港，傳授
「公民抗命」的經驗。林飛帆日前接受訪問時公

然聲稱，「港獨」是香港的「出路」。這是一個
非常危險的信號，說明美國重返香江步伐加快，
正在繼支持「藏獨」、「疆獨」之後，製造「港
獨」氣焰囂張的局面。香港的反對派實力不足，
就調動「台獨」作為後援，加強香港「佔中」行
動的氣勢。其目的就是要破壞「一國兩制」，破
壞中國的和平統一，阻撓中國崛起。

香港現在出現由學者和學生組織出面，邀請
「台獨」學生軍來港為「港獨」助威，傳授暴力
經驗的局面，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乃自2009年以
後，美國對台灣和香港採取了「寧靜革命」策略
的必然結果。根據「維基解密」披露，美國總領
事館一直和陳方安生、李柱銘、黎智英密謀在香
港尋求突破的策略。陳方安生獻計，反對派的頭
面人物一定要進入大學校園，發動學生走向激進
路線。第一步就是宣傳反對國民教育和「去中國
化」的遊說工作。於是，香港就出現了包圍政府
總部，要求取消國民教育的嚴重事件。再接，

美國人掛帥上陣，向大學投放了大筆「民主基
金」，對學生洗腦。今年3月15日至3月16日，
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舉
行了一場為期兩日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
順」地培訓「佔中」大學生骨幹。該機構表面上
是教育機構，其負責人卻是美國退休資深外交官
Morton Holbrook。這足以顯示，「佔中」得到美
當局的全力協助。美國人做了壞事，卻要戴白手
套，轉移視線，消滅證據，所以才有邀請「台
獨」學生來港一事。將來有什麼暴力行動，都入
了林飛帆的數，美國這個真正禍首卻躲了起來。

美國玩陰謀 要找替死鬼 徐 庶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4月11日（星期五）

區議員批「小學雞」
許智峯又阻開會

「政改三人組」自政改諮詢開始至
今已出席逾130場大小政改諮詢會，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名譽顧問藍鴻震昨日在座談會上，
稱讚林鄭月娥和政府團體為推動今次
政改不辭勞苦。有與會人士趁機呼籲
林鄭月娥參與下任行政長官服務市
民，但林鄭月娥指，自己屆時已服務
政府達37年，希望做回家庭主婦，不
會參選下屆行政長官。

藍鴻震讚「三人組」忙極仍赴諮詢會
藍鴻震昨日在座談會上表示，「三

人組」推動政改工作十分忙碌：「那
種忙法是5分鐘也難以抽出，但他們
仍能出席大小政改諮詢會，向各界當
面解釋，非常難得。」
他續說，回歸初期，自己在任民政
事務局局長期間，曾協助參與推動第
一次立法會選舉，體會到投票和政制
發展的重要性。當時，他受到反對派
的猛烈批評，但相比下，今次政改是
香港有史以來一人一票選特首，和當
年「真係蚊髀同牛髀」，「你哋呢次
成功不只在解釋政改，也不是只在諮
詢，重要是香港仍有95%不多發聲，
你哋可以將這些沉默多數的意見表達
出來」。

林鄭：讓政府如實反映民意
林鄭月娥回應說，政改工作是艱辛

的，但為把一人一票送到市民手上，
政府上下仍會努力去做。民意非常重
要，希望在首輪的政改諮詢階段，市
民能在諮詢期內說出意見，讓政府能
如實反映市民對政改的意見。

有與會人趁機盛讚林鄭月娥形象良好，管治經
驗豐富，工作能力強，也有「好打得」稱號，說
明她願意為民請命，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希
望她日後仍能為香港市民「打出一片天地」。
譚志源搶先回應說，自己負責選舉事務，不能

讓林鄭月娥回答這道問題，否則即日就要計算選
舉經費。林鄭月娥則笑指譚志源何以總是不讓她
回答，但她丈夫卻經常想她回答。她以肯定的語
氣重申，「不會」參加2017年的特首選舉：
「2017年時，我已經在政府工作37年了，能夠
服務市民已是我的榮譽和福氣，
屆時（我）應該做返家庭主婦的
功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北大法律學者饒戈平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引
述內地學界指，可考慮在本港試行內地的國家安全
法。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直言，她沒有
看過該篇訪問，但基本法訂明第二十三條由特區政
府自行立法，故難以在附件三加入國家安全法，否
則會有「前後矛盾」。
范徐麗泰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二十三條立

法時指出，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需為二十三條立
法，但並無訂明時間，並由特區政府決定何為最適
合時機，「特區政府始終都要為二十三條立法。我
不認為目前有緊急情況，例如社會秩序大亂，無法
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等」。
被問到「佔中」是否這類特別情況，范徐麗泰則

揶揄道：「不能這樣說。由於『佔中』表明是『愛
與和平』嘛。大家想得太多了。」

范指附件三難加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昨日表示，中央期望香港繁榮穩定，支持香港一以貫之，
只要回憶中央領導人過去的講話，便可了解中央對港政策
從未變過，在推動香港民主上更是和港人目標一致。她認
為，推動政改，最重要是不要堅持己見而剝奪他人的生活
權利甚至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央支持香港，港人也要
守好繁榮穩定的底線。

歷代領導人均盼港繁榮安定
范徐麗泰昨日應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就全國「兩會」解讀

為題介紹上月剛結束的「兩會」情況。她在會上指出，全國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期間一再強調，希望香港市民能普
選行政長官。她說，即使港人有不同意見，但中央和港人的
目標是一致的，只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

就能成事。
她回應與會人士關注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時續說，中央對
香港的期望，從1997年至今都未變過，就是希望香港回
歸祖國後，能夠發展經濟，政制能循序漸進、按香港實際
情況發展民主。她謂，中央領導人所說，都是那幾句，那
條線從來未變過，但一些人士卻未必記得鄧小平、江澤民
和胡錦濤所說的話，每次中央領導人講話都好像很「新
鮮」，其實領導人都是一貫希望香港繁榮安定。

中央支持港民主發展
她強調，中央對香港民主發展是支持的，中英聯合聲明

沒有說明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基本法時則寫明普選產
生，後來更說明可在2017年推動普選，反映中央對香港
的支持一以貫之。

她說，自己接觸過一些內地熟悉香港事務的官員或學
者，認為中央一向都是這樣想，故奇怪港人怎麼會認為中
央是被港人逼出來才支持香港。「香港有些人以為自己可
以改變中央的立場，其實並無改變，只是有些人忘記
了。」

可有不同政見 不要堅持己見
范徐麗泰坦言，在政改問題上，香港可以有不同政見，
但最重要是不要堅持己見，以為「做乜都得」，更不能影
響香港的繁榮安定，因為這會影響到其他港人在香港生活
的權利，以及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她希望大家為了自己的
家園，香港能繼續發展，港人能繼續享受喜歡的生活方
式，享受更多的民主。中央支持香港的同時，這也是香港
要守的底線。

范太：中央挺港不變 港人守好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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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事務工作小組昨午開會，討論3月6日許智
峯大鬧議會被逐一事。許智峯昨日「有備而來」，事先將
一部攝錄機放在會議桌上錄影，但被其他議員要求移開，
許斷然拒絕。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直斥他浪費時間，「用
特權顯示自己的地位」、「係咪想有藉口唔開會？」
主席葉永成隨即宣布休會10分鐘，但許竟稱其他議員
「欺人太甚」，議員張翼雄反斥他「無規無矩」，陳學鋒
更諷刺許是「小學雞」。最終經歷三次休會，擾攘約45分
鐘，許智峯始肯讓步。

吳永恩：外套擋鏡頭遭腳踢
區議會秘書處在會上播出6條當日事發影片，包括許智峯

及黨友吳兆康與保安、議員爭執時的情況。被指「襲擊」
吳兆康的議員吳永恩昨日指，當日許吳兩人到場後，不斷
對其作近距離拍攝，令他的人身自由及私隱受威脅，多番
勸喻對方不果，遂以外套阻擋吳的鏡頭，但對方竟踢他還
擊。

許智峯聲稱，決定閉門會議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主
席李志恒，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

李志恒：過去會議均無公開
李志恒反駁，當日會議是應委員要求，並在大部分與會
者同意下閉門進行，強調撥款經小組審議後，仍需交由文
康會及財委會通過，故不存在「剝削公眾知情權」問題，
又指過去8年，有關會議均無公開進行，他對當日決定不感
「後悔」。
被指沒有申報與申請撥款機構關係的「文化康樂及社會
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捷貴表明，與有關機構「無直接個人
金錢利益」，「錢不落袋」，否認有「延後行益」，又批
評許智峯指他「無開會」是不盡不實。

議員斥許吳二人挑釁「做騷」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斥責許吳行為已超出知情權範圍，

「直情係挑釁……人人都錯，全世界得你兩個先啱！」又
稱讚警方的處理「有理有節」。
議員林懷榮強烈譴責反對派行為，批評許吳二人先後

衝擊議會和秘書處，是違反文明和「做騷」。民建聯陳
學鋒指出，許智峯反對基本法撥款並無問題，但不能以
擾亂和癱瘓會議為籌碼，撈取政治本錢，又指短片清楚
顯示許智峯推倒保安，質疑他否認動粗是「講大話」，
但許卻語帶恐嚇地稱，「唔解決問題，抗爭會繼續」。
主席葉永成則說，會於下月召開工作小組，檢討會議常
規。

13區員開記招 批許抹黑區員
13名區議員會後舉行記者會，強烈譴責許智峯公開抹黑

其他議員涉及利益衝突，批評許用盡手段，千方百計阻撓
撥款，不尊重議員的最後決定。他們表示，議員需遵守議
會常規，有不同意見可循合法途徑申訴，而非所謂「斯文
激進」，又批評許的暴力行為，令民政署職員及保安受
傷，「談不上是民主公義」，促請他向區議會及公眾致
歉。張翼雄更斥責許吳兩人貼街招「數四宗數」是扭曲事
實，將向他們採取法律行動。
就被指以電郵方式處理撥款申請，他們強調撥款需三分

之二贊成才可通過，絕不草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西

區區議會上月初審議用作宣傳基本法的

25萬元撥款，會議在大部分委員同意

下閉門進行，但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多次

阻撓會議召開，更粗暴推跌保安，最終

在警方介入下被請離場。區議會昨日討

論事件，13名議員聯署譴責許智峯以

暴力及違法手段，破壞議會常規和秩

序，抹黑同僚涉及「利益輸送」，惟許

智峯繼續「重施故技」，昨日再故意阻

撓會議進行，令會議三度暫停，幼稚行

為被其他議員譏為「小學雞」。
◀13名中西區區議員聯署譴責許智峯以暴力
違法手段，破壞議會常規。 莫雪芝 攝

▲許智峯(左)及其助理(中)不斷阻撓會議進
行，被其他議員嚴厲斥責。 莫雪芝 攝


